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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方炎学 丁佳泳） 岳阳金瀚高新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是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内
的一家科技企业， 该公司2.7亿元的资金已准
备到位，但苦于土地供应紧张而无法实施。园
区依法将两家企业的两宗闲置用地转让给该
公司，至2016年12月28日，该项目已进入紧张
的设备安装阶段， 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销
售收入8亿元。

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是我省的千亿
产业园，随着园区不断扩张壮大，园区土地供
应越来越紧张， 很多项目因此而无法落地。为

此，园区不断在投资强度和单位土地产出上做
文章，杜绝低效用地。该园区在项目规划总平
面图设计中不规划预留用地，从源头上杜绝预
留用地。项目供地后，加强对项目开工建设的
监管力度，确保两年内能够完成项目用地建设
并达到国家规定的投资强度要求；对事实存在
的闲置用地，完善项目用地退出机制。

近年来，园区企业德智隆、普拉玛、汉臣公
司的闲置土地迟迟未开工建设。为此，园区依
托区职能部门开展了闲置土地的清理，依法将
普拉玛8亩闲置土地、 汉臣公司40亩闲置土地
收回。同时，管委会将收回汉臣公司的闲置土

地新建了新材料创新创业园。另外,针对暂未使
用的中石化催化剂长岭分公司二期和湖南莱
万特化工2宗企业土地， 园区成立专门工作联
系小组，进行对接并督促项目开工。在园区的
限期动工措施下，2016年5月,占地465亩、总投
资20亿元的中石化催化剂二期正式启动。

对于生产工艺落后、科技水平低下，高能
耗、高污染的企业，该园区实行退园淘汰处理，
近3年，先后淘汰建州石化、思创化工等12家企
业。该园区近3年来，先后收回或启用低效闲置
及超期建设用地791亩， 利用这些土地新上项
目22个，新增产值35亿元，新增税收过亿元。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肖晔 赵璐）记者近日从湘乡
市政府办获悉，经过近一年整顿，该市东郊
乡持续多年的用电乱象已逐渐消除。

10余年前，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东郊乡
石竹村群众开始拒缴电费， 这种风气在该
乡30多个村蔓延开来。2012年除夕， 该乡
烧毁23台变压器，数千群众摸黑过年，怨言
四起。 去年， 该乡供电
5393万千瓦时，但线损率
高达75.87%，损耗电量为
4092万千瓦时，供电部门
因此损失2000多万元。

“群众不缴电费，看
起来是民风问题，实质上
是党风、政风问题。”湘乡
市委书记彭瑞林多次表
示， 供用电秩序优化工
作， 不仅是电力部门的
事，更是各级党委、政府
的事。2014年， 该市开始
部署东郊乡用电秩序优
化整顿工作， 先后投入
500多万元， 解决遗留问
题，开展相关前期工作。

2016年2月，该市与国网湘潭、湘乡供电
公司联合行动，组成8个工作组（队）进驻东郊
乡， 推进用电秩序优化。 工作组召开村组会
议，逐户上门做工作。同时，着手电网升级改
造。至2016年11月底，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累
计向东郊乡投资近3000万元， 至2016年底，
东郊乡32个村智能电表改造全部完成， 届时
不装表计量、不按表缴费的现象将成为历史。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欧阳倩
文林）长沙有关部门今天透露，自2017年1
月1日起，长沙市国家税务局、长沙市地方
税务局将联合推行实名制办税。

推行实名制办税， 涉及的人员主要包
括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财务负责
人、办税员、购票员、税务代理人和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业主）授权的其他人员。上述
人员可以到实体办税服务厅办理身份信息
采集， 也可通过湖南国税电子税务局办理
身份信息采集。

自2017年1月1日起，所有新设立纳税
人在长沙市税务机关首次办理涉税事项
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必须进行身

份信息采集， 并授权给其办税人员代办涉
税事项； 已授权的办税人员在税务机关采
集身份信息后， 只须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办
理涉税事项。 税务机关在比对确认其身份
信息后， 将不再要求出示税务登记证件或
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等资料。

2017年1月1日至3月31日， 为实名制
办税过渡阶段。过渡阶段内，未携带身份证
件或者未办理信息采集的办税人员， 税务
机关仅受理办税人员当日办理的事项。此
后， 办税人员需及时进行身份信息采集。4
月1日起，为全面实施阶段，所有办税人员
必须按规定办理实名信息登记后， 才能办
理涉税事项。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唐建国 周斌 盘校训）“移民搬迁
好政策，瑶胞赶上好时光。”大红对联贴两边，
大红灯笼高高挂。今天，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码
市镇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移民搬迁安置点，
73岁的移民盘大旺搬进新房， 他激动地说：
“以前，我们一家7口住在山上，坡陡路窄，到
镇上买粮食要走3个多小时。如今，搭帮政策
好，我们变成了城镇居民。”

江华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指挥部常务副
指挥长黄志坚告诉记者，2.7万涔天河水库扩
建工程移民将顺利搬进新房过新年。 记者在
码市镇安置点看到， 这里清一色仿瑶族吊脚
楼建筑，周边商业网点、农贸市场、警务室、健
身活动场所等公共设施齐全。 江华扩建办工
作人员陈辉介绍，安置房分为48、96、144平方
米3种户型，全部进行了装修，可拎包入住。

江华移民局负责人唐震说， 码市镇安置

点占地120余亩，建筑总面积2万余平方米，投
资近1亿元，将安置来自几十个贫困山村的近
1000名瑶族群众。为让大家搬得进、能发展，
安置点按瑶族风情小镇打造， 将成为全县瑶
族风情旅游重要景点。

在码市镇安置点分得一栋三层楼房的瑶
胞赵华欣喜地说：“新房门面暂时出租， 我现
到镇上企业上班。我算了下，收入至少比搬迁
前翻一番。”

岳阳绿色化工园向低效用地说“不”
近3年来先后收回或启用低效闲置及超期建设用地791亩，新增产值35亿元

2016年12月30日，长沙港岛演艺剧场，学生们在舞台上展示才艺。当天，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左家塘社区联合长郡雨花外国语学校开展
“校园文化艺术宣传服务进社区”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多彩文化 活力社区

长沙国地税
今起联合推行实名制办税

江华2.7万涔天河水库移民搬新房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记者 徐
荣 通讯员 刘京虎 彭茜）近日，在安徽巢湖
举行的首届半汤论坛———农村电商·美丽乡
村建设高峰论坛上，湘潭市昭山示范区七星
村获得2016中国十大乡建优秀探索奖。

昭山示范区七星村处于群山环抱中，
村里一条小溪潺潺流过， 一座座农家庭院

青砖碧瓦、古色古香。近年来，该村引导村
民对民居进行改造，加强村庄道路、水系、
人文景观规划建设，着力保护农村生态、修
复农耕文化。同时，大力发展农家乐、农产
品加工等，让村民增收致富，将全村打造成
为“处处有景点、户户有产业、人人能增收”
的美丽、富裕乡村。

昭山七星村获评
2016中国十大乡建优秀探索奖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在2016年12月30
日举行的岳阳市蓝天救援队2016年总结
表彰会上， 岳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艾
日辉为刚获评“5A级社会组织”的岳阳市
蓝天救援队颁发了证书。

该队队长陈华介绍， 救援队成立4年
多来，参与全国大型救援8起，跨省救援12
起，省内救援上百起，为学校、社区举行急
救知识培训500余次。仅2016年活动达199
次，参加总人数1750人，服务总时长19427
小时，人均志愿服务超过200个小时。

岳阳市蓝天救援队是中国蓝天救援队
在岳阳市设立的分队，成立于2012年8月，

是岳阳市专业致力于灾难救援的民间志愿
者公益组织，现有由复转军人、医护人员、
户外志愿者和无线电、 无人机等特殊专业
技能人才组成的正式队员及预备队员共
80余名。服务项目有灾难救援、水上救援、
山野救援、医疗保障、应急安全培训、无线
电保障等。

2016年，岳阳市蓝天救援队获评省百
强社团，队员多次荣获省级、市级优秀志愿
者、雷锋式岗位标兵等荣誉。人民日报、新
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南日报、
湖南卫视等上百家媒体对岳阳市蓝天救援
队做了专题报道。

岳阳蓝天救援队饮誉华夏
人均志愿服务超200小时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赵昱宇） 今晚10时多，长
沙地铁3号线洋湖站盾构工地上，一辆辆新
型智能环保渣土车开始来回穿梭， 运载渣
土。

据了解，从2016年12月31日起，长沙新
型渣土车实施范围调整至城区万家丽路、
湘府路、洋湖大道、坪塘大道、新二环线、东
北二环线、 福元中路合围区域（含合围道
路）。自2017年3月1日起，在长株高速公路
与绕城高速公路合围的城区范围内， 即三
环线内（不含长沙县、望城区所辖区域），一
律使用新型智能环保渣土车运输渣土。

从2014年11月起，长沙城区二环区域
内， 渣土运输逐步由800多辆新型渣土车
承担。长沙市渣土管理处主任毛著介绍，运
营2年多来，新型渣土车堆装超载、沿途抛
撒漏滴、 乱倒乱卸等违规现象基本得到遏
制，道路交通事故率同比下降70%。

此次新型渣土车扩大运营区域范围，
将使长沙市渣土运输市场进一步规范。据
测算，三环线内每年渣土产生量约1600万
立方米，共需新型渣土车约3000辆。各渣
土运输公司将积极配合， 全面更新车辆。
长沙市现有1400余辆老式渣土车可在三
环线以外继续运营。

3月1日起，三环线内

省会将全面使用新型渣土车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陶芳芳
孙应德）5万元现金红包、15万元电子抵用
券抢不停，免费大餐、商家礼券多重福利来
袭……近日，由长沙县商务局主办的第7届
“星沙商圈”购物消费节启幕。政府送大礼，
百货、超市、酒店、餐饮等1000余商家总动
员，实实在在让利，让你“嗨购”全城。活动
将持续至2017年1月18日。

据了解，“星沙商圈” 购物消费节已成

功举办6届， 成为长沙县刺激消费增长、拉
动内需的品牌节会之一。 本届消费节采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民众参与”模式，以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方式进行。活动期间，
将推出11大活动, 包括5万红包天天送、你
来消费我买单、幸运转盘中礼券3大线上活
动，最爱招牌菜、见面即有礼、全家来寻宝、
限时大抢购、购车聚划算、千店总动员等8
大线下活动。

长沙县“星沙商圈”购物消费节启幕
推出11大活动，20万元大礼让你“嗨购”全城

通讯员 唐娇 张帆

屋前绿树成荫、 郁郁葱葱， 田间苗木茂
盛、欣欣向荣。2016年12月31日，站在自家屋
前，拿着刚刚销售苗木所得的1万余元，王统
来高兴地说：“我这‘帽子’终于要摘了。”

王统来是浏阳市柏加镇仙湖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他说的“帽子”指的就是戴在头上的
“贫困帽”。

一年前， 王统来还在为生活拮据而郁郁
寡欢。他妻子有智力障碍、身体多病，女儿读
书又要花钱，家里生活很困难。

“我虽然会种树苗，但不会修剪，树形不
好看，所以销售价格偏低。”王统来说，2016年

在镇政府帮助下， 他参加了3次花木技术培
训，现在技术好多了。

因为大树销售市场萧条， 王统来2016年
改种红檵木、 迎春等小苗木。“树苗是政府统
一采购发放的，政府还会帮忙销售，我们只需
要出地栽、出力种就行。”他说。

与王统来家一样，柏加镇有170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通过采取技术培训、产业帮扶、对
口帮扶等一系列措施，2016年有152户实现脱
贫，脱贫率达89.41%。

为防止脱贫又返贫， 柏加镇政府积极整合
资源，与共青团长沙市委、浏阳市审计局两家帮
扶单位一道，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同时，
依托花木产业，以合作社、协会、商会、种苗大户

为带动平台，帮助贫困户掌握技术、销售苗木。
“虽然有些人已经脱贫，但种植技能还不

强，应该继续帮扶。”柏加镇党委书记张伯锋
介绍， 所以镇里特地开办花卉苗木技术培训
班，增强贫困户发展后劲。

此外，柏加积极启动“分贷统还”扶贫项目，和
一级绿化园林公司东星园林达成合作意向，由贫
困户申请贷款， 所贷资金由公司负责统一管理、
使用，贫困户每年可享受贷款金额10%的分红。

“我们2016年有38户贫困户参加了‘分贷
统还’项目，一般贫困户贷了1万元，年底会获
得分红1000元。”柏加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何
勇介绍，通过“分贷统还”发展苗木产业，可确
保贫困户稳定增收。

花卉苗木富农家

投入500余万 解决遗留问题
湘乡大力整治东郊乡用电乱象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梁超 刘天胜）近日，大功率交流传
动电力机车系统集成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 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成立。从
此，我国电力机车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了专
门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发展战略、 研究方向，并
为建设规划提供咨询和决策性参考意见等。

2015年9月30日，依托中车株机建设的大

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系统集成国家重点实
验室，通过了国家科技部批复。这是目前我国
电力机车领域唯一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其主要任务是面向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未
来发展需求，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
究，研究制定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聚集和
培养优秀人才，推动成果转化，引领和带动行
业技术进步。

据了解， 中车株机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由5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他们是中
车株所董事长、 党委书记丁荣军和中车株机
专家委员会主任刘友梅、 中南大学教授田红
旗、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翟婉明，成员汇聚了中国中车总工程师、教授
级高工张新宁与中南大学教授陈特放、 同济
大学教授吴萌岭等众多业界专家教授。

5位院士领衔成立学术委员会
中车株机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上接1版）
此前， 旅客如果在列车上或者下车后出

站前丢失火车票，则不能挂失补办，必须另行
购票。从2017年1月1日起，旅客再遇到上述情
况也可以补票了。

如果在列车上丢失实名制车票， 经列车
查验旅客本人、 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购票信息一致的，由列车长办理挂失
补办手续，核收2元手续费。

如果在出站检票前丢失实名制车票，
须主动向车站声明， 并配合车站工作人员
进行查验后办理挂失补办手续，核收2元手
续费。

沪昆高铁沿线机票优惠多，
长沙至宁波95元起

元旦小长假， 从长沙始发各主要旅游目
的地机票不涨反跌。

记者查询主要购票平台发现，2017年1月
1日至2日，受到沪昆高铁全线开通影响，从长
沙飞往沪昆高铁沿线一些城市的机票已跌至
一折至二折。

其中， 元旦当日长沙飞宁波的机票最低
95元起， 长沙至杭州的机票在元旦假期最低
跌至180元。而2017年1月2日起，长沙飞昆明
的机票最低跌破300元。

旅客需注意的是， 从2017年1月1日起，
《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将正式实施。

根据《规定》，由于天气、突发事件、空
中交通管制、 安检以及旅客等非承运人原
因，造成航班在始发地出港延误或者取消，
承运人应当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费
用由旅客自理。 航班如在经停地延误或取
消，以及发生备降，无论何种原因，航空公
司均应负责向此类旅客提供餐食或住宿服
务。

也就是说，如果旅客乘坐始发航班，因天
气等不可抗力原因延误， 航空公司不需要承
担旅客的餐食住宿费用。


